中央警察大學 109 年學生實習計畫
一、依據：
依「中央警察大學學則」及「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實習要點」之規定，針對
本校教育宗旨，訂定本計畫。
二、實習目的：
學士班四年制、二年制技術系學生及碩士班一般全時研究生（以下簡稱碩
士班研究生）利用暑假期間，前往與本校教育目標有關之警察、消防、海
巡、移民及矯正等實務機關實習，體驗所學，期使理論與實務結合，充實
知能，奠定學以致用之基礎。
三、實習期程：
自 109 年 7 月 1 日起至 7 月 30 日止，共計 30 天。
四、實習人數：學士班四年制、二年制技術系學生 641 名，碩士班研究生 11 名，
共計 652 名。
（一） 86 期 1 隊學生 284 名，男生 228 名，女生 56 名，修畢三年級課程，實
施第 2 階段實習，為實習巡官或相當職務之勤（業）務。
（二） 86 期 2 隊學生 85 名，男生 79 名，女生 6 名，皆為現職警察、消防、海
巡人員，分配於警察、消防、海巡等機關，實習巡官、分隊長等職務與
見習處理業務，實習完畢後應返回原工作單位服務。
（三） 87 期 1 隊學生 272 名，男生 219 名(含 2 名外籍生)，女生 53 名，修畢二
年級課程，實施第 1 階段實習，為實習基層、警消、海巡人員、移民、
矯治人員等勤（業）務工作。
（四） 碩士班研究生 11 名，其中 3 名實施第 1 階段實習，為實習基層警察勤務
工作；8 名實施第 2 階段實習，為實習巡官或相當職務之勤（業）務。
（五） 已取得警佐一階一級以上之現職警官，毋須實習。
五、實習機關分配：
（一） 86 期 1 隊：
1. 行政警察學系 34 名；刑事警察學系 20 名；公共安全學系社會安全組 15
名；犯罪防治學系預防組 15 名；交通學系交通組 15 名；交通學系電訊
組 10 名；外事警察學系 15 名；資訊管理學系 19 名；鑑識科學系 15 名；
國境警察學系境管組 10 名；國境警察學系移民組 14 名；行政管理學系
14 名；法律學系 15 名；合計 211 名，分派警察機關或移民機關實習。
2. 消防學系 35 名，分派消防署竹山訓練中心參加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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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犯罪防治學系矯治組 18 名，分派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監、院、所、校等矯
正機關實習。
4. 水上警察學系 10 名，分派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實習。
5. 公共安全學系情報事務組 10 名，分派國家安全局實習。
（二） 86 期 2 隊：
1. 行政警察學系 31 名；刑事警察學系 19 名；交通學系 10 名；合計 60 名，
分派警察機關實習。
2. 消防學系 15 名，回原服務單位（縣市消防機關）實習。
3. 水上警察學系 10 名，分派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實習。
（三） 87 期 1 隊：
1. 行政警察學系 33 名；刑事警察學系 21 名；公共安全學系 15 名；犯罪防
治學系預防組 15 名；交通學系交通組 15 名；交通學系電訊組 10 名；外
事警察學系 15 名；資訊管理學系 18 名；鑑識科學系 16 名；國境警察學
系境管組 9 名；國境警察學系移民組 15 名；行政管理學系 15 名；法律學
系 14 名；合計 211 名，分派警察機關或移民機關實習。
2. 消防學系 24 名，分派消防署訓練中心實習。
3. 犯罪防治學系矯治組 17 名，分派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監、院、所、校等矯
正機關實習。
4. 水上警察學系 20 名，分派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實習。
（四） 碩士班研究生：
警察政策所 1 名、犯罪防治所 1 名、鑑識科學所 4 名、資訊管理所 1 名、
行政管理所 1 名、消防所 1 名、防災所 1 名及交管所 1 名，其中 8 名參
加 86 期 1 隊相關系(組)課程，3 名參加 87 期 1 隊相關系(組)課程。
（五） 各學系(組)暑假學生實習機關分配（如附件 1）。
六、實施方式：
（一）實習教育課程化：
1. 本校 99 年起推動實習教育課程化，同系（組）同學以安排在相同單位實
習為原則（二年制技術系班消防學系除外），請各實習課程授課教師（以
下簡稱實習指導老師）於實習期間，前往各系（組）實習單位指導學生實
習。
2. 實習之課程由各學系依專業需求規劃，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各學系(組)
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2 至 4）。
3. 實習指導老師應於暑假實習期間授課滿 36 小時，活動內容包含：出席實
習籌備會、實習協調會與實習前講習、率領學生報到及協調聯繫實習機
關、訪視、參與實習座談、辦理實習結束前測驗與出席相關檢討會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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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會等項目。
4. 學生如因公或其他特殊情形，無法參加暑假實習者，應於寒假補實習。
（二）實習配置：
1. 由實務機關選擇繁重複雜之勤（業）務執行機關（構）為實習單位，配置
學生實習，各學系(組)學生實習單位分配表（如附件 5）。
2. 考量實習成效及警察勤（業）務性質，臺灣東部（含宜蘭）及外島地區不
編派實習學生。
3. 第 1 階段實習學生，應與基層人員共同作息，體驗基層勤務實況，從而吸
收工作經驗；第 2 階段實習學生，依規劃地點住宿，並依其專業實習項目，
分時段或分組輪流實習。
4. 二年制技術系學生除消防學系外，以不回原分局實習為原則。
5. 實習學生實習時數應依實習指導官勤務編排表時間，以同進退為原則，以
達到體驗職場真實狀況之目的。若遇實習指導官輪休或其他特殊情形，致
實際實習天數未滿 20 天者(消防學系依實際執勤天數)，請實習單位主管選
派資深指導官代理指導學生實習。
6. 颱風期間之勤假規定皆依實習單位之規定辦理（比照實習指導官），惟請
酌量考慮其法定角色及安全。
（三）學生實習項目及作業：
1. 學生應依實習課程規劃內容，手寫實習工作日誌（如附件 6），詳實記錄
實習所見所聞及當日心得（每篇字數 200 字以上，不得重複，應撰寫 20
天以上，消防學系依實際執勤天數撰寫）
，並送陳實習指導官核閱。實習
結束後，應寫作實習心得報告（3000 字以上，如附件 7）
，併同實習日誌
於開學後送陳實習指導老師評閱。
2. 學生於每一實習單位實習結束時，應填寫實習成效考核表（如附件 8），
註明實習單位名稱、學生姓名、實習起訖日期、實習職務及實習項目等欄，
送請實習單位考評。
3. 警察相關科系應將「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納入第 1 階段實習基層警察勤務
工作項目，安排交通事故現場見習，並列入實習評量項目，使學生具備事
故處理的經驗與能力。另請將「監視錄影系統影像調閱技巧」納入「犯罪
偵查」實習工作項目，強化警察人員之偵查技術。
4. 學生實習期間係以業務見習為主，於分局實習期間，應配合適當人力以各
組輪替方式進行規劃，以初步了解分局各組業務全貌。
（四）實習成績考核：
1. 學生實習成效考核表由實習指導官評分，實習單位主管複核；於實習結
束後彙送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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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習期間，學生如有具體優良工作事蹟或違紀情節，實習機關得酌予增、
減考核成績，記明於「學生實習優劣事蹟紀錄表」
（如附件 9）
，併同實習
成效考核表彙送本校。
3. 學生實習成績，以現地測驗考核佔 40％，文書實作評分佔 20％，學習態
度考核佔 40％，合計為實習總成績。
4. 學生實習視同必修課程，不計學分，成績不及格者，不得畢業。實習成績
滿 60 分為及格，未滿 50 分者，應令退學；50 分以上未滿 60 分者，得再
實習 1 次，如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5. 學生實習期間非因公或其他重大特殊情形，不得請假。請假應先向實習
指導老師報准，向隊部師長報備，且經實習單位核准，並列入次學期差
假計算（如附件 10）
。依本校學則第 29 條規定：
「學生、研究生之修習科
目請假缺課達全學期時間五分之一者，扣該科學期成績 5%；達四分之一
者，扣該科學期成績 10%，達三分之一者，不得參與該科目之學期考試，
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但經核准請公假、因懷孕、分娩、撫育三歲以下
子女請假獲准或重大事故缺課者，不在此限。」
七、實習機關支援配合事項：
（一） 請指定單位負責協調、辦理學生實習事宜。並指派督導人員每週督導考
核學生實習情形。
（二） 請選定繁重複雜之勤（業）務執行機關為學生實習單位。
（三） 實習學生統一於 7 月 1 日（海巡、警政、矯正及移民等單位之實習機關
位於中部以北地區者，報到時間為上午 10 時；其餘地區則為下午 2 時
報到；消防學系則為上午 9 時 30 分至消防署竹山訓練中心報到。）由
實習指導老師帶赴實習機關報到，請實施實習工作講解，介紹轄區工作
概況，說明實習工作要求事項，並協助引導實習指導老師拜會實習單位
主官(管)或業務承辦人，確認課程內容及測驗方式。
（四） 請協助實習指導老師於實習結束前辦理筆試測驗（洽借場地）
。
（五） 請實習單位主管負責指導、監督、考核學生實習工作。並請遴派學、經
歷豐富，熱心負責幹部為指導官，依課程規劃內容和進度，個別指導學
生服勤及學習處理各項業務。
（六） 請實習單位將實習學生視同在職人員管教、調度、指派任務，按課程內
容評核學生學習態度，發現缺失立予導正，並於實習結束後予以考評。
（七） 請協助注意維護實習學生安全；並請配發執勤安全維護裝備。學生實習
應穿著學校制服，佩戴實習識別證、年級章及姓名章，如遇特別勤務時
可視實際需要調整。若學生因故無法穿著制服服勤，請立即通報本校辦
理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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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基於矯正機關工作環境之特殊性，自 106 年起犯罪防治學系矯治組學生
實習著操作服(矯正署可提供操作服)，惟仍須配戴實習識別證。
（九） 實習學生實習期間應住宿於實習機關或本校指定之處所，不得任意外
宿，請實習機關列入督考重點。於臺北市、新北市未提供住宿單位實習
之學生，請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援例提供住宿場所，由本校學生總隊派員
管理。
（十） 本校各系(組)實習指導老師或編組督導人員，自 109 年 7 月 1 日起至 7
月 30 日止赴實習機關訪視及考試時，請實習機關協助安排並提供交通
支援。
（十一） 學生實習期滿，請實習機關於 7 月 30 日前舉行實習工作檢討會，檢
討實習得失，並請通知實習指導老師出席。
（十二） 學生參加實習檢討會以當下實習單位的實習學生為主，不再召回前階
段已經實習結束的學生，以免影響學習成效及造成排課困擾。
（十三） 爾後實習期間，前一階段實習單位若須召集已經實習結束之學生，基
於尊重當下之實習單位，請先聯絡本校業務單位或學生所屬系所，再
由本校通知學生當下之實習單位，俾利實習業務之推展。
（十四） 實習學生未具備警察官身分者，不得駕駛警用車輛（亦不得著制服駕
駛私人機車）及使用警械。
（十五） 學生實習期間發生違紀情節或意外事故，請學生、實習指導老師及實
習單位立即與本校聯絡，會同處理，其通報處理程序（如附件 11）。
八、本校辦理事項：
（一）教務處應研訂年度學生實習計畫，協調實習機關對學生實習工作之規
劃、指導及支援事項。
（二）本校學生實習相關計畫、表報、手冊等資料存放於本校教務處網頁，可
由：本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下載專區-->實習專區處下載使
用。
（三）教務處應編訂學生實習手冊及印發相關參考資料。
（四）教務處應規劃並執行各學系之學生實習前講習。
（五）實習期間，實習指導老師應與實習機關密切聯繫，會同處理學生實習相
關問題。
（六）實習指導老師應於指定報到時間率實習學生於實習機關報到，並拜會該
實習機關主官（管）
，確認相關實習事宜（含實習課程內容、考試方式、
授課或訪視時間、地點）
。
（七）實習指導老師應於 109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0 日間赴實習機關訪視 2 次
以上，並填寫督導訪視報告表（如附件 12），送教務處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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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習指導老師應於實習結束前協調實習機關辦理筆試測驗，並保存試卷
1 年，以供查閱。並於開學後 3 週內，完成實習成績登錄。
（九）教務處、各學系與學生總隊應落實督導，考核實習學生在校外之生活與
實習事物。
（十）實習指導老師應出席實習機關辦理之檢討會，提供實習相關建議。
（十一） 實習手冊中增列學生實習期間有關授課課程或科目，有無需增充或
修訂之實務需求，並於實習結束後彙整，列為參考意見於實習檢討
會提供說明。
（十二） 教務處應辦理實習檢討會，綜合檢討本年度實習實施情形。
九、學生實習注意事項：
（一） 生活方面：
1. 遵守校規，言行端正，待人謙恭有禮，維護優良校風。
2. 嚴守紀律，非因實習勤務必要及實習單位派遣，不得進入不正當場所。
3. 實習期間除因特定勤務需要者外，一律穿著學校制服並佩戴識別證、年
級章及姓名章。
4. 基於安全考量及落實管理，勤餘時間仍應留在實習單位，如因故離開，
應依規定請假。
5. 請自行攜帶寢具及生活用品等，並應切實遵守實習單位之起居作息規
定，保持內務整潔。
（二） 服勤方面：
1. 服從實習機關指導官指導，認真學習、虛心求教。
2. 準時出勤，不得遲到、早退或曠勤。
3. 擔任勤務，應保持警覺，切勿鬆懈或疏忽。
4. 不得單獨服勤或擅自處理業務。
5. 應依各系(組)課程規劃按時撰寫相關文書作業送實習指導老師評核。
（三）學生應於指定報到時間前自動前往指定之集合地點，由實習指導老師率
隊前往報到；學生參加完實習機關舉辦之實習工作檢討會後，就地放假。
十、其他事項：
（一） 實習學生因公傷亡者，除適用有關法令給恤外，並依警察人員執行勤務
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殘廢或半殘廢照護辦法、警察人員因公傷殘死
亡殉職慰問金發給辦法、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金
發給辦法、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殘廢或半殘廢及
殉職人員子女教養辦法、警察醫療及照護補助費申請要點之規定辦理。
（二） 學生實習經費在本校經費預算項下支應；碩士班研究生參加實習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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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實習相關費用，並自行負擔實習期間伙食費及交通費。
（三） 本校酌予補助學生前往實習單位及轉換實習單位之交通費（比照莒光號
票價核給）。
（四） 實習期間學生校外優劣言行皆依本校規定辦理。
十一、本校地址：桃園市龜山區大崗里樹人路 56 號
聯絡電話：（自動）03-3972115；（警用）741-4134
（傳真）03-3283255
承辦人：教務處編譯出版組區隊長黃智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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